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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森美蘭州，2012年8月，我
曾經到過這裡的馬口，那是燕子極多的小
鎮，每年下半年，燕群就會作季節性轉
移，從北半球飛來，黃昏時刻，電線杆、
看板、屋頂等等，凡是可以棲息的地方，
都佈滿了燕子群。所以，當地人都盡量避
免這個時段出門，免得中了天上飛來飛去
的燕子撒下的鳥糞的彈。好在我們是在白
天，沒有燕群的威脅。
這次重到森美蘭，沒去馬口，去的是南

部沿海的波德申海灘。這是馬來西亞著名
的旅遊勝地，以擁有綿長優美的海岸線和
令人眼花繚亂的海邊設備而聞名。
從檳城出發，旅遊大巴沿途顛簸，五個

小時後到達，中途自然須找飯館午餐。那
餐館一般，都說是中途站了，自然不能和
檳城相比，想起檳城美食，令人垂涎。

波德申的「海上大紅花」酒店，是五星
級大酒店。我住過一些酒店，對於五星級
始終有個問號。當然大多數名副其實，但
也有個別的，徒有其名。所以，進住時也
就抱着且看如何的心情。這家果然異樣的
感受，它是建在海上的酒店，房子是一間接一
間的獨立室，為何會叫這個名字？我有點
疑惑。看了大堂裡的航拍照片，才恍然大
悟：那照片俯照下來，顯示從空中俯瞰，
這些獨立屋一間間一排排，形成大紅花的
圖案，而大紅花正是馬來西亞的國花。
我們入住獨立室，一進門，寬敞的兩張

單人床，非常舒服。一應設備齊全，還提
供免費各式汽水和零食，非常貼心。打開
玻璃門，是洗手間和沖涼房，室外涼台上
還有私人游泳池，有人去暢遊一番，竟給
鄰屋的朋友拍照，成為「猛男泳照」，給
人善意嬉笑一番。好在穿着泳褲，否則，
如果相信某人「可以裸泳」的戲言，那就
不幸成為三級片的主角了！如今是網絡時
代，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到處是陷阱，小
心駛得萬年船。

黃昏時分，我們須出去晚餐。本來酒店
方面有接送房客的服務安排，只須撥個內
線電話給總台，他們自然會派酒店機動車
接送，但客人眾多，有時須等些時候，我

們乾脆徒步去大堂。由於酒店建在海上，
須走一段不短的長堤。這時晚風徐來，海
風送爽，倒也十分舒適。我們走過去，一
面拍照，一輪紅日正在映紅海面，眼看夕
陽西下，由本來的紅紅的一輪紅日，逐漸
下去，下去，下去，直至半邊沉落海平
面。這時大家都忙着拍照，也難怪，平時
難得見到的景色，不用相機留下來回憶，
豈非浪費大自然美景？其實我現在就居住
在海邊，但平時也確實看不到如此景象，
這時不心動才怪。
但海灘上的晚餐可就普通了，而且價錢

不普通，大概佔地利之便，僅此一家別無
分店，無法選擇？那座位一字排開，八個
人一長桌，菜式無非是海鮮之類，沒什麼
驚喜。說實話我都沒有吃飽，便退卻了。
不是飯菜不足，只是沒有了食慾。月光當
空灑下，夜空高遠處有星星，有月亮，風
吹雲淡，海水嘩嘩排過來，又呼呼地退
潮，一切環境都非常優雅。我想起那年在
印尼的峇里島金巴蘭海灘之夜了，也是近
似的環境，但那裡有一組小樂隊演唱，唱
的是歐美名曲，天邊也有月亮，非常熱
烈。海潮湧過來，潮水幾乎湧到腳下，又
紛紛退卻回大海裡面去了。如此反覆不
停，周而復始。這美好之夜，一直留存在
我腦海裡，洶湧着不肯退潮。相形之下，
這波德申海灘之夜，並不給我帶來多少驚
喜。晚飯後，隨便走走，飲食部沒有多少
人，也引不起我們的食慾。

不僅是海灘，其他設施也並沒有什麼特
別，也許兒童遊樂場和泳池不錯，許多家
長樂意帶子女來度假，對於他們來說，可
能是很好的選擇。
但作為旅遊度假酒店，這裡也自然有他

們的優勢。僅就海上酒店而言，就已經勝
了一籌。首先是環境一流，而且設計很
好。雖然我們少乘機動車，但見到它們來
來往往，給住客提供免費服務，相當貼
心。雖然也有人抱怨車子不夠頻密，派車
不夠迅速，但那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於是，我們隨便走走，當作飯後百步

走。走着走着，不覺來到大堂，燈火輝

煌，有人提議，登上樓去。也好，反正左
右無事。電梯把我們帶到上面的觀景台，
先穿過一間酒吧，有樂隊在演奏流行歌
曲，一位女歌手正在演唱。有好幾張沙發
上坐着西方客，近處是一對情侶模樣的年
輕男女，一面喝酒，一面喁喁私語，笑聲
傳來，在夜空中盪漾，好像在傳送謎一樣
的秘密。來到露台，已有多人在拍照景
色。當中有幾個人手持杯中的飲料，坐在
高腳凳上閒聊。趁個空檔，我擠上前去，
遙望這時的夜色燈火，天空高而遠，月亮
和星星閃耀，更顯夜空的靜謐。俯望下
面，是一條伸向我們住宿房間的海上通
道，在夜空中燈火燦爛，令人遐想。遠處
有一座比較矮的樓房，應該是會所。

本來是想回到酒吧去喝一杯，但室內人
聲鼎沸，有人在抽煙，煙霧迷茫，因不願
意湊熱鬧而作罷。下樓，沿人行海堤漫
步，海風拂來感覺舒適。不覺走到剛才俯
瞰的那座會所前，回去睡覺？還是去呆一
會？幾乎不約而同，大家登上會所。會所
靜靜，幾乎無人，只有靠牆有一對情侶在
談心，和適才的那座酒吧氣氛截然不同，
如果說那酒吧是青春熱烈狂放的話，那麽
這裡就是寧謐安詳了，連音樂也是輕柔
的，似乎唯恐驚醒誰的夢幻似的。那唯一
的馬來侍者眼神極度溫柔似女性，但我一
直以為是男孩。我們圍坐在偌大的沙發
上，C打電話邀他的師姐們過來湊熱鬧。Y
走過櫃枱，叫了一大瓶啤酒，與大家共
用。夜深沉，那一對情侶不知何時已經溜
走了，只剩下我們幾個人，互相調侃，直
到差不多打烊
了，才拖着疲
憊的步伐，沿
着海堤，在海
風吹送下，走
回各自的房間
去了。

在曹禺先生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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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鐵路面對兩大考卷
最近中央舉行會
議，專門討論四川入

西藏鐵路的建設規劃問題。這說明了
這是中國鐵路事業的重大工程，涉及
到許多技術和科技的問題。
美國人曾經說，四川入西藏的鐵
路，將來火車一定走不動。最大的原
因是這裡是西藏高原，空氣稀薄，氣
壓也很低，溫度也經常在零度以下，
平地的火車，到了這個寒冷的高原，
根本就跑不動了。
另外一個原因是，這裡是印度大陸
板塊和亞洲大陸板塊猛烈互相碰撞的
地區，地震頻密，斷層很多，地質情
況非常脆弱，經常出現山體崩裂和泥
石流，到處都是崇山和懸崖峭壁，也
有很多深達兩千公尺的峽谷，經常泥
石流崩塌，堵塞了峽谷的河流，變成
了高山堰塞湖，一旦高山堰塞湖崩
堤，五六十米的洪水突然向着下游沖
去，把村莊和許多橋樑夷為平地。如
果鐵路在西藏東南部興建，整列火車
都會被泥石流或者洪水沖毀。
作為回應，中國一定要自己發明在
空氣稀薄和攝氏零度以下運作的火車
頭的材料，強度要很高，在低溫下也
有良好的導電性能。這就是高原低溫
火車，即使是法國和日本，也沒有生
產過這種高原低溫火車。
再剩下來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入西
藏鐵路如何衝破三四層的地震帶的問
題。第一，火車行駛過程中，一發生
地震，就能立即自動停車。第二、所
有的隧道和橋樑佔了鐵路里程的百分
之八十，都要有高強的防震能力，鐵
路的取線，要能夠避開因為地震而出
現的山體的崩塌。所以，修建鐵路首
先就要搜集西藏東南部和橫斷山脈的
地震的資料，研究其發生地震的規
律，在施工的時間裡，創造一些新的
建築方法和建築技術，可以防止八級

地震或者山體崩潰的衝擊。鐵路當局
已經大量搜查和收集了鐵路所過之處
的地震的可能性，研究最佳走線的設
計，換句話說，工程提出了兩個深奧
的考題。現在看來，兩個考卷都合格
了，入西藏鐵路的高速火車引擎技術
已經解決了。防止地震災難的專題研
究，已經找到了地震的規律，可以設
計一條安全的鐵路走線。
如此一來，將來鐵路走線，一定會

避開有斷層的地帶，以策安全。鐵路
走線在兩站之間，就不能拉取一條直
線，有時候還要繞一個彎，避開這個
地震斷層的山體。這條鐵路，經過橫
斷山脈的時候，在短短幾公里，路軌
就要上升一千多公尺，鐵路軌的上升
可能達到四十度角，這當然沒有火車
頭可以有這麼大的牽引力。所以，鐵
路軌入了隧道，不能直線前進，而是
在山體裡面開鑿一個8字隧道山洞，
減低上升的坡度。高原地區的空氣太
稀薄，氧氣含量只有平地的一半，所
以，火車頭的牽引力，一定要大大加
強，並且採用當引擎發出巨大扭力
時，就不允許出現引擎死火的技術。
康林鐵路（康定—林芝）、拉林鐵

路（拉薩—林芝），2014年底成康段
和拉林段兩頭開工，其中成雅鐵路預
計2018年建成，拉林鐵路桑珠嶺隧道
於2018年1月17日正式貫通。川藏鐵
路是繼青藏鐵路之後，第二條通往西
藏地區的鐵路。康林鐵路（康定—林
芝）是最難建造的一段，準備明年開
工，七年後建成。
屆時，川藏鐵路將會是風景最明媚

的路線，乘客可以看到冰山的雄壯景
色，也可以看到金沙江、怒江和雅魯
藏布江大峽谷的景色，雲海在下面，
鐵路大橋在上面，氣勢磅礡相當宏
偉。西藏的東南部，將會出現一系列
新興的工業城市。

紀念《天下第一
樓》三十年的演出正

在進行，我不禁想起北京人藝老院長
曹禺先生。三十年前，他是北京人藝
的院長，因為身體不好，長年住在醫
院。但是但凡劇院要上演新戲，必須
把劇本送給他審閱，《天下第一樓》
也照舊。
這一天，劇院通知我和夏淳、顧威

兩位導演，曹禺請我們到家裡去。曹
禺住在「前三門」，現在，那些簡陋
的建築已經拆掉，但在八十年代，那
裡是北京的高尚住宅區。曹禺從醫院
裡出來，專門在家裡等我們。一進
門，曹禺就看着我說：「怎麼是個女
的？」我的戲寫的是男人世界，只有
一個女主角，老院長一直以為這一位
編劇是一位男士。
房子不大，家中陳設簡單，那種套
着灰白色椅套的沙發，我很熟悉，是
國務院機關管理局配備的傢具，只有
一張不大的硬木書桌，像是以前的老
傢具，在這張不起眼的小桌子上，曹
禺寫下不朽之作。
曹禺坐在一張半舊的藤椅上，面對
着我，手裡拿着我的《天下第一樓》
劇本。面對中國戲劇界編劇頂級泰
斗，我心裡一個勁打鼓。只見他一會
把眼鏡推到額上，一會又放下來，開
始侃侃而談。這架式說明他喜歡這個
劇本，否則不會這麼有興致。
「最後這幅對聯用的真好，上聯是
康熙的，下聯好像是……」我說：
「是紀曉嵐的。我稍微動了一下。」
曹禺點點頭，興味盎然。好一座危
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危樓」這個

危字有兩個意思，一是形容這座樓之
高，一是說這樓已經危險，完全切合
這戲的主題。
曹老不知道，為了這部戲的結尾，

我苦思冥想整整找了一年。偶然中看
到一本楹聯大全，我隨手翻看，一眼
看見這幅對聯：
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只

三間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風。
一時間，我如雷貫頂，一通百通。
我最欣賞的是這個橫批，曹禺接着

說：「沒有不散的宴席！」這是這部
戲最寶貴的一句話，畫龍點睛之筆，
漂亮地把戲結住。
曹禺難掩心中喜悅，為《天下第一

樓》提了劇名，並寫下散文長詩︰
你是淚水流下的水晶……卻又像夏

晨的露珠，飽含無限的光明，水晶中
神仙給你刻出，一朵玫瑰，紅得像
火，那是你的柔情、溫厚、善良，一
雙魅人的眼睛。又是一支青玉的筆，
畫出多少人物……畫不盡的人性……

（待續）

其實這一次去紐約見家人，因為已經有兩年多沒有跟他
們接觸，所以這個旅程感覺非常愉快，沒有什麼特別的行

程安排，每天只是睡醒便想想去什麼地方逛一逛而已。因為姐姐差不多每
天也要工作，只有晚上回來才可以見面，但我的母親沒有工作，所以每一
天我也跟她到處走走。
就好像有一天，自然睡醒之後，便從房間到樓下的廚房找母親，她原來

已經在準備往後幾天給我們吃的東西。可能因為自己居住在香港，母親覺
得沒有機會好好地照顧自己的兒子，所以把最好的烹調給我吃，包括非常
珍貴美味的鮑魚、花膠、燕窩等等，雖然這樣說好像不太好，就好像說自
己幾巴閉，但實際的情況是，我的母親真的想給最好的給兒子吃，所以每
天她也在廚房忙碌煮東西。亦因為她一早便起床，所以趁着我還未睡醒的
時候好好弄點東西。當我起床之後，我們便開着車到附近商場看看。
那個早上，我們兩個人先到商場裡面一間華人餐廳吃早餐，這間餐廳除

了一些中國菜之外，還有我們經常喜歡吃的點心，所以我們兩個人「撐枱
腳」吃點心談談話，這麼的簡單已經很開心。記得以前家附近沒有吃點心
的地方，最近的也要開車二十分鐘左右到「布祿倫」區才有酒樓，但現在
已經很方便，開車不到十分鐘便可以享受這些美食，而且我覺得，在美國
這些華人餐館的餸菜點心不比香港差。
吃過點心之後，我跟母親便逛商場，其實沒有什麼東西需要買，但就感

覺像一對情侶似的，到處走走，看看東西，感覺非常輕鬆，就好像退休生
活一樣，沒有預訂的行程，隨便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想吃什麼便吃什麼，
我對這種生活其實真的很嚮往，當然現階段的自己需要繼續努力衝刺，為
未來的生活好好鋪路。我也跟我母親說：「我們好像拍拖，甜蜜嗎？」說
到甜蜜，我跟母親有一個習慣，別人可能會覺得很肉麻，但我跟我母親每
天也會互相親對方的面部。還記得有一次到，我另一個家姐也到了美國的
時候，她看見我親母親，她便用取笑的眼光望着我們，覺得有點奇怪，我
便跟她說：「其實現階段的自己，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掛念母親，愛惜母
親，想起便親她一下。」
而我也有要求，當我親吻母親之後，也要她做回同一樣的事情，我們真

的很愛惜對方。其實中國人一向比較內斂，這些行為可能沒有太多人會
做，但我覺得，如果掛念對方，不要刻意埋藏這種表達自己的愛，把自己
的想法做出來，不要在往後的日子來後悔。

與母親拍拖

題目來自一本天地
圖書出版的書名：

《朝夕翱翔──關朝翔醫生的藝術人
生》。在書的扉頁上，關醫生寫下這
樣的四句話：「老漢今年九十八/半
聾不啞眼不瞎/朝九晚五忙醫病/身旁
巧妻自管家」。
今年九十八歲的關醫生，還能朝九
晚五的在醫務所翱翔，真是讓人驚喜
和敬佩。當然正如他在扉頁上的話，
因為有位巧妻在照顧他的起居。其
實，關醫生朝夕翱翔的，又豈止是看
病而已。書裡面刊出的，還有他畫的
油畫、木刻和素描速寫，還有不少他
的篆刻，更有十篇非詩之詩。
關醫生朝夕翱翔的，除了書中所附
的藝術品之外，他更不忘在醫療新知
上的吸收，在他七八十歲時，我還看
過他在報刊的專欄上，介紹外國的醫
學新知，比如世界醫學權威的《刺
針》醫學期刊，更是他的必讀刊物。
吸收了新知之後，他更會購買最新的

醫療設備到診所。我最記得的一件
事，就是內人的胃痛，在美國看了很
多醫生都治不好，後來關醫生用最新
的儀器測試，就說出了胃痛毛病的成
因，只服了一次藥便藥到病除了。毫
無疑問，這就是關醫生朝夕翱翔在醫
學新知的結果。
能夠朝夕在自己心愛的領域裡翱

翔，是多麼令人愉悅的事。不過相信
不少人朝夕翱翔的，只是限於自己不
得不應付的工作，反正那是天天都要
完成的工作，未能在翱翔中找到樂
趣，更不會主動去追求和工作相關的
新知，所以就算也是朝夕翱翔，和關
醫生朝夕翱翔的意義大不相同。更有
些人朝夕追求的樂趣，是在例行的工
作完成後，到酒吧裡來個快樂時光，
然後回家煲劇，就這樣日復一日的過
着例行的日子。
畫畫、篆刻 、閱讀最新的知識期
刊，能這樣過着藝術人生的人，多麼
美好。

朝夕翱翔

數年前，我認識了華哥岳
華。他雖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

電影明星和前輩，對待我這名後輩卻彬彬有
禮，平易近人。之後，他每年生日，我都以電
郵送上祝福。
兩年前，華哥在收到我的生日祝福後，告訴

我他身體有點不適，在台灣療養，希望自己能
早日康復，我們便後會有期。那時我已猜想到
他的健康應該出現不輕的問題。不久，他又告
訴我已返溫哥華了。今年，聽說他曾經回港，
又在加拿大演出舞台劇；加上我的堂姐說經常
在溫哥華的乒乓球場碰到他，雖然他消瘦不
少，但身手仍然靈活，而且抽球甚有勁度。所
以，我還以為他已經完全康復。沒想到突然傳
來噩耗，令我惆悵不已。
我記得華哥曾經告訴我一些他的事情，讓我

在這兒寫下，以悼念一位謙謙君子的前輩。
華哥本名梁樂華，樂字是唸快樂的樂。可

是，當他在上海音樂學院唸書時，人人都將其
名字的「樂」字唸成音樂的樂。既然被人如此

叫喚，他日後便以岳華為藝名。一九六二年，
他剛從上海來港，仍未踏足演藝界。一天，他
看到同文劇社在報紙刊登招考國語演員的廣
告。遴選後，他被選中飾演其中一個角色，與
他一同來港的陳鴻烈弟弟陳浩飾演男主角。演
出後由薛家燕向演員獻花。這便是華哥在香港
的首個演出。該劇的劇務在邵氏工作，便介紹
華哥投考南國實驗劇團第三期訓練班。
華哥在影圈工作多年後，麗的電視派出蕭若
元、高亮、李兆熊和施南生拿着劇本大綱邀請
他演出史詩劇《浮生六劫》，這就開展了他的
忙碌的電視生涯。很多時候，他只可以在拍畢
通宵戲回家梳洗時才有機會看出生不久的女兒
一眼，他的妻子恬妮很想與他過一些正常的家
庭生活，便建議移民溫哥華。當時他仍在盛
年，不想退下火線，但還是在拍畢《義不容
情》之後舉家移民。他記得移民首晚住在朋友
新屋的地庫內，雖然是六月天，地庫竟然非常
寒冷。小女兒不斷咳嗽，只得將妻子的皮裘給
她取暖。那個晚上，電台節目《華僑之聲》剛

好播放《義》劇主題曲《一生何求》。華哥聽
到最後兩句「沒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
有」，再加上女兒的咳嗽聲和外邊的雨聲，想
到自己來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一時感觸起
來，不禁潸然淚下。
到了十一月，華哥仍然未找到工作。看着帶
去的儲蓄一天比一天少，他開始擔心起來。雖
然無綫常常將新劇劇情大綱給他，邀請他回港
拍劇，但妻子不允。一次，他們一家被邀拍攝
了一個名為《入鄉隨俗》（Being Canadian）
的半小時錄影帶，教導新移民與本地人和諧共
處。節目播出後，當地電視台、電台節目《華
僑之聲》和《星島日報》都一同邀請他加盟。
華哥一口氣接下三項工作，開始接觸外界，融
入當地社會。到他再次返港拍劇時，他回想移
民生活，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他可以
陪伴女兒成長，那是金錢買不到的快樂。
我還以為日後仍有機會再多聽華哥的故事，

沒想到他的故事已經完結。華哥，希望您在另一
個國度裡依然有音樂和戲劇相伴隨，您好走！

悼岳華哥

海上之夜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興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歸來，二字寫來說來容易，行之頗難！
掙扎離開老本行頗不容易，九七之後曾離開香

港旅居心儀的歐洲一段時間，以為報考學校，重拾過去沒機會唸
的書本，做一些曾經職場奔馳沒機會接觸的心儀物事與興趣。
一個完全沒想過的偶然，向我招手歸來，不是香港，而是當年

整個神州大地製衣業中心——廣州及緊接的各級省巿，更是未被
國際開發，內地巿場機會俯拾皆是。帶着沒太大期望的心情，將
時間分成三份，一份在海外，一份在內地，餘下的一份才是香
港。從公元2000年到2015年，不短的十五年，發夢都沒想過那
是我事業上幾乎無疆界，盡情發揮創意才能的歲月……直至
2014年發現身體出狀況，診斷結果患上乙狀結腸癌。治療後又
撞上勞動法實施，病後無甚精力理事，只好尋求解散，至2016
年底，所有內地工作相關的人、事、物告一段落，回歸香港。同
年年初已準備半退休，回到家鄉開設簡約鄉村路上小食堂。
原意於日間與顧客分享筆者從十多歲開始，在國外上課、工

作、生活、旅遊數十年間，享受過、感動過的食物，例如印尼咖
喱撈麵或撈飯、馬來喇沙、各式威尼斯三文治、味道與色彩皆繽
紛的西班牙Tapas 、克羅地亞黑松露炒滑蛋、紅豆冰咖啡……晚
上則經營優廚家母、生前逢喜慶節日為一家人勞動準備幾天、落
廚煮弄的菜式。雖云鄉土菜，然而發生在千年前自中原北方、移
居南方一隅新界、落地生根的家族餐桌上，怎會是無端偶然發生
的食事？好些菜式，基本不時不食老派地主我家祖父的要求，教
曉他伶俐的媳婦、我母親，承傳下來的家族食事傳統。
一切從簡從心，以為日與夜的分配非常妥當，問詢旁人也得出

正面回應，事實開業前半年非常火爆，尤其私房菜訂位需待超過
三個月，可惜合夥人抱不同意見，幾經周折，弄出個四不像。近
日思考多番，心痛之餘，邀請專家合作，將食堂重新調整，但願
這次能將初衷徹底實行，也讓自己得空回歸到整個人生的初心︰
畫畫、設計、旅行。經歷轉變如許，終於肯定自己是個徹頭徹尾
創意人，在基本上不愁穿吃、不愁鹹魚青菜簡樸生活的基礎下，
不為巿場、不為利益回報、不作沒必要投資的情況下，歸來設計
園地，不單止工作，設計與畫畫才是生存至重要的動力源頭。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歸來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余宜發

■大紅花酒店前
一面的海上傍
晚。 作者提供

■曹禺坐在一張半舊的藤椅上，面
對着筆者，手裡還拿着筆者的《天
下第一樓》劇本。 作者提供


